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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： AFA21706539M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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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名稱： 勤億葉黃素是好蛋

樣品包裝：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

樣品狀態/數量： 冷藏/1件

產品型號： —

產品批號： —

申請廠商： 幸福牧場股份有限公司

生產或供應廠商：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製造日期： —

有效日期： —

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。

收樣日期： 2021/07/23

測試日期： 2021/07/23

測試結果： -請見下頁-

#SIGN

嘉義市新民路37號

600嘉義市新民路37號/-/-申請廠商地址/電話/聯絡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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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量/偵測

極限(註3)
單位

★ 四環黴素類 --- --- --- ---

★ 脫氧羥四環黴素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 ≦0.2

★ 四環黴素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★ 4-epimer-tetracycline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★ 氯四環黴素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★ 4-epimer-chlortetracycline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★ 羥四環黴素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★ 4-epimer-oxytetracycline 未檢出 0.005 ppm(mg/kg)

備註：

測試項目

嘉義市新民路37號

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，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，如有不實，願意承擔完全責任。

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★者，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。

3.

4.

5.

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「定量極限」表示；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「偵測極限」表示。

低於定量極限/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"未檢出"或" 陰性 " 表示。

6.

1.

2.

110年02月08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

第110190001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動物

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－四環黴素類抗

生素之檢驗，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

儀(LC/MS/MS)檢測。
≦0.4

食品衛生

法規
測試結果測試方法

---

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，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。
本報告共 4 頁，分離使用無效。

7. 「動物用藥殘留」法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0年06月24日衛授食字第1101301242號令修正動物用藥殘留

標準之法規限值。

8. 加發報告(加發報告抬頭，2021/09/07)。

- END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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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品照片

#PHOTO#PHO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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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申請廠商委託測試項目、測試方法、定量/偵測極限：

四環黴素類

★

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★者，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。

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◎者，為轉委託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。

AFA21706539M01

測試項目

詳見測試結果之定量/偵測極限

定量/偵測極限

四環黴素類 110年02月08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

110190001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

驗方法－四環黴素類抗生素之檢驗，以液相層析

串聯式質譜儀(LC/MS/MS)檢測。

測試方法


